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不能任由外卖骑手继续“蒙眼狂奔”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钱夙伟：据媒体报道，大湾区
购物节中，包括美食、美妆、数码、
家电、家居等100余个产业带、29.8万
个知名品牌、1300多万件商品亮
相。粤港澳老字号更是一大亮点，
不少粤港澳老字号以新奇有趣的
方式重新演绎历史文化积淀，推
出潮流新品。 在一个文化多元的
时代，“老字号” 仍然有着巨大的
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许多年轻人
追求时尚， 但是其实也并不排斥
传统，而这既是“老字号”需要传
承的理由，也是创新的基础。

让“烟火气”“人情味”成为企业管理的要素
企业是经济实体，生产

经营是主业，需要“烟火气”
吗 ？ 企业管理向来讲求严
格，“铁面无私”，能讲“人情
味” 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
为 ， 生产经营的主体是职
工 ， 企业管理的对象是职
工，企业的哪一项工作都离
不开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当然是顺理成章且必须的。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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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字号
重新“潮”起来

“美女照骗”

“律师入工会”普法让多方共享收益

月饼“过度包装”
何时了？

农民工“一键入会”
是一项好举措

9月9日， 清远召开全市外卖
车辆交通秩序整治工作约谈会，
包括美团、 饿了么、 闪送三家配
送公司的清远地区负责人被约
谈， 并现场签署承诺书。 承诺将
从 “责任落实、 机制管理、 安全
教育、 追责处理” 四个方面， 配
合做好外卖车辆交通秩序管理，
为文明出行 、 文明外送助力 。
（9月14日 《清远日报》）

企业追求管理效率， 外卖和
快递人员追求更高的劳动报酬，
这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如果没有

了安全保障， 以生命安全为代价
来赚钱， 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这
就是一种本末倒置， 同时也是一
种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 按照业
内人士的说法， 外卖、 快递车辆
之所以成为交通秩序的最大风险
点 ， 问题出在企业的管理机制
上。 要想解决问题， 首先需要外
卖企业、 快递配送企业完善内部
管理机制， 减轻其工作人员的压
力。 要坚决杜绝以生命安全为代
价、 以违反交通规则为代价换取
时间效率的做法 ， 企业要通过

“算法取中” 等方式， 优化平台
派单机制， 实行科学合理的平台
管理制度。

而作为外卖、 快递配送的从
业者 ， 也要从自身安全角度出
发， 不要为了赚钱就罔顾安全 ，
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身
体受伤甚至是丧命， 那么赚再多
的钱又有什么用？ 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继续加强监管力度， 引导和
督促外卖、 快递配送企业改善内
部管理机制， 让企业走上良性发
展的道路。 □天歌

魏芳： 想要吃块月饼， 得先
拆五层包装； 600多元的礼盒里
只有一块月饼， “配角” 反客为
主； 所谓的奢侈品月饼礼盒还是
去年的款……中秋将至， 有媒体
记者调查发现， 月饼市场乱象仍
然不少。 月饼 “过度包装” 何时
了？ 杜绝月饼 “过度包装”， 除
了倡导 “简包装” 之外， 还需多
方合力共治。 只要监管到位， 执
法从严， 再加上市民转变消费观
念， 就一定能有效遏制月饼 “过
度包装” 现象。

9月7日， 深圳市市总工会、
市工商联、 市律师协会等单位联
合主办 “律师入工会” 普法宣传
公益活动。 该活动通过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 对1万余名职
工群众开展普法宣传， 覆盖企业
100余家。 现场律师志愿者服务
职工群众180余人， 解答问题200
多个。 （9月14日 《南方工报》）

职工在企业生产和工作中，
总会遇到劳资、 工伤等矛盾和纠
纷， 可是， 由于不少企业和职工
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熟悉或理解
不全面或缺少法律服务， 一些企
业和职工遇到问题时 ， 就采取

“私了” 来解决， 结果， 当双方
协商产生重大争议时， 矛盾便不
断升级 ， 甚至出现了违法的行
为， 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笔者以为， 深圳市开展 “律
师入工会” 普法宣传公益活动具
有较好的示范效果， 首先， 可以
提升各级工会依法维权的意识，
更好地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
益； 其二， “律师入工会” 补充
和增加了工会法治的新鲜血液和
力量， 不仅能为职工维权更好地
支招， 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工知
晓了找律师咨询去依法解决问
题， 是最可靠最有效的途径， 促

进了职工思想的提升和社会的进
步； 其三， 让企业和职工在 “家
门口” 就享受到了法律服务， 既

方便又实用， 进一步提升了他们
的法治意识， 维护了社会的和谐
稳定。 □费伟华

为了让建设者工作生活
更便捷、 更舒心， 由上海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指导部署 、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打造的上
海建工临港新片区建设者小
镇应运而生。 目前， 上海建
工结合上海市总工会 “扫码
入会” 平台， 试点研发了上
海首个为建设者量身打造的
智慧工会服务终端， 农民工
“一键入会” 及配套服务功能
也将在小镇全面实现。 （9月
13日 《工人日报》）

据悉， 临港新片区设立
以来， 上海建工旗下16家单
位在此承建项目超过百个 。
上海建工自主研发的这套智
慧服务终端， 最大的亮点就
是农民工可以 “一键入会”。
尚未加入工会的农民工只需
一键导入小镇身份识别号 ，
扫描一下专属 “二维码”， 就
能自动完成信息抓取、 信息
提交、 资格审核以及权利义
务告知等流程， 通过后即可
加入工会。

农民工 “一键入会” 的
背后是工会及企业的多方发
力。 比如， 入会成功后， 系
统将自动把详细会员信息导
入小镇会员信息库， 同时传
送一份至市总工会的会员信
息库中。 已加入工会的农民
工在系统内输入小镇身份识
别号， 可以立即查询到本人
入会情况和各类信息。 而一
些企业， 诸如超市、 医院等，
也是积极让利， 让农民工享
受到更为精准的服务。

农 民 工 可 以 “一 键 入
会”， 无疑是一项好举措。 一
方面， 可以让农民工更便捷
加入到各级工会组织， 进而
享受到工会组织对自身权益
带来的即时维护； 另一方面，
能够推动农民工会员实名化
管理更精准， 也让工会针对
性服务举措更到位 。 同时 ，
从企业角度来讲， 农民工加
入工会组织是融入城市生活
的必然， 推进农民工加入工
会， 也是推动企业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杨玉龙

8月底， 一名19岁大学生网恋美女游戏主播花
费318万， 结果发现心目中的 “女神” 实际体重近
200斤 。 这名女主播黄某为了吸引男子聊天打赏，
就是将从网上购买的 “美照” 作为自己的头像和资
料。 目前， 黄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义乌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记者发现， 在某电商平台， 部分商家明知
售卖他人照片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仍在低价招揽生
意。 (9月14日 《北京青年报》） □王铎

“建设职工满意餐厅， 让职
工吃得好； 建设职工满意公寓，
让职工休息得好； 建设职工满意
班组小家， 让职工相处得好； 建
设职工满意文化生活， 让职工心
情好 。 ” 大唐福建分公司职工

“四满意” 工程创建活动历时一
年， 职工满意率从74%提高到了
95%。 有职工对此评价说： “人
间烟火气， 最抚你我心。” （9月
13日 《工人日报》）

企业为职工办实事的事例很
多， 职工评价其体现 “人间烟火
气” 的却少见。 不能不说， 群众
的眼光独到， 层次够深， 一语中
的。

何谓 “人间烟火气”？ 无非
是指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衣食住
行、 人际交往、 精神需求之类的
基本生活内容。 在领导者眼里，
这些可能都是琐碎小事、 人情世
故， 但却是职工日常生活中须臾
不可离开 ， 也非常在意的 “大
事 ” 。 关注这些事情 ， 就是有
“人情味”； 解决这类问题， 就会

有 “烟火气”。
企业是经济实体， 生产经营

是主业， 需要 “烟火气” 吗？ 企
业管理向来讲求严格， “铁面无
私”， 能讲 “人情味” 吗？ 答案
是肯定的。 因为， 生产经营的主
体是职工， 企业管理的对象是职
工， 企业的哪一项工作都离不开
人， 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当然是顺
理成章且必须的。 因此， “烟火
气” “人情味” 应该成为企业管
理的要素。

大唐福建分公司职工 “四满
意” 工程创建活动的实践证明，
把 “烟火气” “人情味” 纳入管
理工作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而是
用心做出来的。

例如， 职工来自五湖四海，
胃里装着 “故乡 ” 的味道和习

惯， 对单调乏味的食堂菜谱意见
很大 ， 满意率只有54%， 于是 ，
他们从职工最不满意处改起， 不
仅增加了供应品种， 而且提供定
制菜单， 让每位职工都有机会吃
上家乡味道， 职工的满意度提高
到96%。

又如， 电力企业连续运行的
工作性质和追风逐日的行业特
点， 决定了场站的偏远、 工作的
辛苦和业余文化生活的单调。 于
是， 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丰富职
工业余生活上， 有针对性地开展
个性化、 差异化的精准服务， 提
供多种多样的文体娱乐活动。 职
工说： “这些改变都在细微处，
越是细微 ， 我们就越能感受得
到。”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是，

创建活动开展以来， 大唐福建分
公司的职工离职率从10.9%下降
到了1.3%。 这就是职工满意活动
带来的改变。

领导者的所作所为， 职工群
众会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大唐
福建分公司领导说， “满意是没
有终点的。 正因如此， 我们更不
能止步于起点。” 职工说， “企
业和工会想着法子为职工办实
事 ， 光这个态度 ， 就可以给满
分。” 可见群众心里有杆秤， 评
价最公道。

其实 ， “烟火气 ” “人情
味” 不仅限于企业管理， 还应该
推及各项工作 。 少说空话 、 套
话， 多办实事， 办有 “烟火气”
“人情味” 的好事， 不是每一个
领导者都应该做的吗？


